＊教會公告＊
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8 月 5 日呼籲，民眾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，或會近距離接觸不
特定對象之人潮擁擠或密閉場所，如醫療院所、人口密集機構、大眾運輸場站或無
法保持社交距離之車廂、賣場或市集、教育學習場所、休閒娛樂場所、宗教場所及
大型活動時，請佩戴口罩，並養成勤洗手、咳嗽禮節等衛生習慣，以降低感染風險，
保護自己與他人。
（中區區公所公文）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09 年 6 月 11 日中市民宗字第 1090014340 號函辦理。
二、查國內迄今已連續 56 日(COVID-19 病毒 4 個潛伏期滿)無本土確診病例及社區
感染案例，顯示國內疫情穩定安全。為讓民眾儘速恢復正常宗教生活，自即日
起，貴宗教團體倘能落實參加人員實聯制、衛生防護措施(量體溫、勤洗手、噴
酒精、環境清消)、保持持社交距離(無法保持時則配戴口罩)等防疫配套措施，
關於宗教場所及宗教集會活動之防疫限制措施擴大放寬如下：
(一)宗教場所參拜(觀)人流、飲食、住宿之相關限制：即日起解除限制。
(二)定點舉辦之宗教集會活動(如彌撒、禮拜、法會等)人數規模限制：即日起解
除限制。
(三)非定點辦理之宗教集會活動(如繞境、進香、遊行等)：現階段暫維持「小規
模、地區性」之限制(人數規模放寬為 1,000 人以下，原則不開放跨縣市辦
理)，將來俟國內外疫情同步趨緩後，再逐步放寬。

＊長執會公告＊
針對武漢冠狀肺炎，本會防疫措施如下：
1. 自 3 月 2 日起至年底（或政府公告防疫期間結束）本會二間禮拜堂不外借。期間
松年會館、聖歌隊練唱室、主日學教室、少契教室、…等空間請各單位於使用後
對桌椅及地板擦拭及消毒。
2. 自 3 月 2 日起至年底（或政府公告防疫期間結束）本會社區圖書閱覽室暫停開放。
3. 自 3 月 8 日起至年底（或政府公告防疫期間結束），暫停供應源咖啡、主日愛餐。
4. 二間禮拜堂分別由各委員會於週六 09:00~10:30 進行消毒工作，負責日期如下：
總務委員會：8/22。禮拜委員會：8/29。宣道委員會：9/5。教育委員會：8/8。
服務委員會：8/15。歡迎教會兄姐一同前來幫忙。
5. 若會友處於居家檢疫者，請通知教會代禱並予以協助。
6. 本會已從美國購買二支額溫槍，兄姐進入禮拜堂請配合檢測。
7. 倘若天氣炎熱需使用冷氣時，仍應維持門窗敞開。
＊防疫輪值人員：
日期

8月9日
8 月 16 日

地點

量體溫

噴酒精、貼貼紙 錄影（2 處）

大 禮 拜 堂 卓孟佑

何秋萍

2F 電梯口 程玉珍

陳慧錦

大 禮 拜 堂 卓啓煌

林玉山

2F 電梯口 高雅智

鄺豫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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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玉山

張榮璋

＊通知事項＊(司會人員讀★項目)
1. ★本週主日(8/9)因慶祝父親節，一、二堂禮拜合併舉行，時間：09:30。
2. ★豐原教會訂本日(8/9)下午 3 點，舉行耿明德牧師就任第十四任牧師授職感恩禮
拜。
3. ★霧峰教會訂 8 月 23 日(日)下午 3 點舉行宋承祐牧師就任第八任牧師授職感恩禮
拜。
＊本會委員會、事工組、各團契、機構消息＊
一、主日學（校長：劉雅玲長老）
1. 本日(8/9)成人主日學在暫停一次。
2. 兒童夏令營於 8 月 3 日(一)~7 日(五)09:00~17:00 舉行，9 日(日)舉行成果發表會。
二、松年團契（會長：林靜萍姐妹）
1. 8 月份例會及慶生會與 9 月份例會合併舉行。
2. 8 月 30 日松年團契於禮拜中獻詩，請松年團契會員於 8/16、8/23、8/30 主日禮
拜前 8 點 10 分在松年教室練唱詩歌。
3. 2020 年 9 月 27 日為「中中松年事工奉獻主日」。
4. 中區三中會松年聯誼活動，今年輪由彰化中會主辦，彰化基督教醫院協辦。
日期：10 月 8 日(四)上午 08:30 至下午 2 點，地點：鹿港統一渡假村。
內容：(1)感恩禮拜(2)專題演講(3)娛興節目(4)餐敘(5)自由活動（鹿港老街、集
集特技團、晚餐等）。費用：每人 900 元，會員有補助。報名：即日起至 9 月 6
日截止。報名請洽：張耀文副會長。
三、婦女團契（會長：陳佳萍執事）
下週主日(8/16)婦契舉行月例會，主講人：陳臻湘姐妹，主題：
「用愛多陪一里路」，
司會：王美莉。邀請弟兄姐妹參加。
四、男聲合唱團（團長：曾正賢弟兄）
男聲合唱團於 8 月 22、29 日(六) 15:30~17:00 在 2F 練唱室練唱。
＊總、中、區會、各機構消息《詳閱公佈欄》＊
1.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第一次長執信徒訓練會，主題：「信仰覺醒，深情服事」，
時間：8 月 30 日(日)14:00~17:00，地點：豐原長老教會，費用：200 元/人(含講
義、晚餐)。請向辦公室報名，8 月 19 日(三)截止。
2. 「2020 年性騷擾防治實務座談會」
，內容：性騷擾知多少？教會性騷擾之處理實
務？時間：10 月 17 日(六)09:00，地點：和美教會(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 22
號)，費用：100 元（便當、講義）。請向連以馨傳道師報名 0939-971977。
3.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適婚青年聯誼會–臻愛~系列 3，時間：9 月 12 日(六)，
地點：沙鹿 人間食解生態養生坊，費用：1000 元/人(8/15 前 850 元/人)，請向
洪秀貞長老報名(line ID：cjhung0130)。
4.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行親子園遊會，時間：8 月 15 日(六)10:00~15:00，地點：金
陵山圓滿教堂(霧峰區峰谷路 900 號)，對象：各教會主日學孩童，內容：MEBIG
體驗、教會特色兒童事工分享、共學分享、窯烤 PIZZA 氣墊城堡、軟陶手作、
闖關活動及熱食攤位等。報名請洽林冠宏傳道 0910-007-7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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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舉辦秋季聯誼會暨設會 30 週年感恩禮拜，時間：9 月 19
日(六)09:30~12:00，地點：潮港城國際美食館。費用：400 元/人(牧師傳道師免
費)，歡迎兄姐踴躍參加，報名請洽林政義長老。
＊代禱事項＊
1. 為此次武漢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重大傷害。求主憐憫此次「武漢肺炎」的
病患及傷亡者，使疫情能受控制並且儘快度過高峰期，並為所有前線的醫護人
員代禱。
2.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。
3.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：蔡伯煉執事、陳春生兄、潘俊彥兄、賴明榮兄、
張高端姐、蔡宗良執事、林義耕兄、簡安祺老師、鄭麗娥姐、歐王雪雲姐、
梁黃美月姐、蘇瓊觀姐。
＊本週金句＊
(台語) Chú bô iân-chhiân tī só͘ èng-ún, chhin-chhiūⁿ lâng ū-ê khòaⁿ chòe iân-chhiân ê,
chiū-sī khoan-iông lín, m̄ ài ū lâng tîm-lûn, sī ài lâng lóng hoán-hóe.
( Pi-tek hō.3:9)
主無延延佇所應允，親像人有的看做延延的，就是寬容恁，呣愛有人沈淪，
是愛人攏反悔。(彼得後 3:9)
(華語) 主所應許的 尚未成就，有人以為他是耽延，其實不是耽延，乃是寬容你們，
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(彼得後 3:9)
＊下週金句＊
約一書 4:4
＊週間聚會＊
星期

時間

地點

本週分享內容

負責同工

上週
出席

日

09:00~10:30

大禮拜堂

主日崇拜(台語)

禮拜委員會

140 人

日

10:30~12:00

古蹟禮拜堂

主日崇拜(華語)

禮拜委員會

35 人

三

20:00~21:00

古蹟禮拜堂

週間禮拜(台語)

禮拜委員會

18 人

四

10:00~11:30 2 樓團契辦公室

日文讀經分享班

暫停

-

六

08:10~09:00 1 樓松年會館

讀經禱告會

暫停

-

＊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＊（讀經進度）
日期
經節

8/9(日)
書8

8/10(一)
書9

8/11(二)
書 10

8/12(三)
書 11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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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/13(四)
書 13-14

8/14(五)
書 15

8/15(六)
書 16-17

＊下週主日、週間禮拜經課表＊
每週主日 08:50、主日第二堂 10:25 及每週三晚間 07:50 禮拜前禱告會，請司禮、
司獻、領詩、司琴及聖歌隊同工一同在 2F 練唱室、古蹟禮拜堂 1F 祈禱室集合，
請主禮牧師帶領禮拜前禱告。
聚會場次

日期

講員

證道題目

經文

啟
應

聖詩

信仰告白

第一堂
台語禮拜

8/16

劉柏超

為什麼不來教
會？

路加福音
十四:15~24

30

455
182
507

尼西亞
信經

第二堂
華語禮拜
週間禮拜
台語禮拜

8/16

劉柏超

為什麼不來教
會？

路加福音
十四:15~24

-

-

同上

8/19

林佳勳

我的需要

使徒行傳三:1~10

25

305、
546、387

同上

＊上週講道＊
【黑洞】
弗四:17~24
劉柏超牧師 2020/8/2
「黑洞」這個名詞可以從天文學中解釋出非常多的理論。從中文的解釋，在《漢
語辭海》的解釋：由中子星進一步收縮而成，有巨大的引力場，使得它所發射的任何
電磁波都無法向外傳播，變成看不見的孤立天體，人們隻能通過引力作用來確定它的
存在，故名黑洞。比喻不為人知的內幕。今天我藉黑洞這個詞，是要表達一個深不可
測、未知的世界或是充滿誘惑深不可測的無底深淵，會令人無法自拔的引力。
手機已經成為這個世代無法欠缺的生活必須品。許多人沒有手機是走不出門的，
你們呢？我就是其中一個。曾聽聞身心科已經開始有所謂「手機成癮症」
。青少年打電
動、線上遊戲、小睹誼情..青少年無論是在感情或情慾上都容易感動、衝動、激動。許
多暴力型的線上遊戲，會影響人格情緒。例如：鄭捷隨機殺人事件，和他玩暴力型的
砍殺遊戲有關，將遊戲內的主角投射在現實的生活裡，就會造成遺憾的事情發生。其
實，許多會迷惑人心的東西或行為，就像是外太空的黑洞，深不可測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迷惑對我們而言是比較抽象的概念，日本人拿來用在交通告示牌。在京都看到這
個令人「迷惑」的招牌，誰可以解惑？迷惑駐車禁止，意思是“麻煩停車禁止“，也
就是「麻煩請不要在這停車」。當你「亂停車」代表你的心被迷惑了，很有意思。
最近看一本書，書名是：左右決策的迷惑力-聰明人為什麼會做傻事？作者布萊夫曼兄
弟，分別具備心理醫生與企管顧問專業背景，他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出發：即使大家
公認理性思考很重要，為什麼人們仍然常常做出不理性的事？經過潛心研究，兩人發
現：人們會被某些心理驅力所支配，在不知不覺中完全忽略事實與邏輯，最後做出完
全不理性的行為與決策，一念之間可能會造成個人事業、財產、生命的重大損失。例
如：新加坡航空的安全度數一數二，2000 年 10 月 31 日，一位向來表現傑出的民航機
長，竟在未淨空的跑道上強行起飛，造成空難事件，共有 79 名乘客和 4 名機組員罹難，
這是新加坡航空本部自創立以來，第一次發生有人員喪生的空難紀錄。103-107 年全國
醫療糾紛調處案件數，2018 年有 662 件，調處成立數 227 件共 34.29%。一位訓練有素
的醫師，竟然在一對母女前來求醫時，自信到不需要診斷孩子，最後孩子因延誤醫治
而病重致死。作者指出，我們每個人都會受到非關理性的因素所迷惑，從美國職籃教
練到國家元首，從負責雇用員工的主管到專門研究人類行為的專業精神科醫師，每個
人都會讓不同的生活經驗、情緒、認知滲入到我們的思考中。只有藉著深入瞭解迷惑
力的幽暗世界，才能降低這些隱藏勢力對思考及生活的影響與傷害。所以對任何有迷
誘力的東西了解才能預防自己陷入。做一位基督徒必須時時的警醒才不會落入撒但的
陷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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